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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市场需求和政策推动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休闲农业
已从原来的农业附属产业发展成为独立的农村新型产业,并形成都市带动型、景区带动型、特色农业型等多
种模式。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影响着地区农民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基于此,文章就休闲农业发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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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ommon action of market demand and policy promotion, our country's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have developed rapidly. Leisure agriculture has developed from the original agricultural
affiliated industry to an independent new rural industry, and has formed a variety of modes of urban driven, scenic spot
driven,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and so on.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ffects regional farmers'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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